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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董其昌(1555—1636)，字玄宰，松江府華亭籍上海縣人。他是對中國書畫影

響深遠的傑出書法家、畫家、書畫理論家、收藏家、鑒賞家，其書法和繪畫在中

國藝術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然而董其昌「文翰之餘，借繪畫聊寫胸中之逸

氣」，表現出文人畫家對自然萬物和人生社會的充分關注。他的畫論由於儒家、

道家思想影響，理學、心學的薰陶，再加之精通佛教，呈現出多家思想融合的鮮

明特色。尤其是禪宗思想的引入，更為他的文論添上了神奇多彩的氣息。董其昌

所著《畫禪室隨筆》共四卷，其中上半部卷一、卷二是關於書畫等的感悟與觀點，

也是本文所欲探討之處，而下半部卷三、卷四是作者參禪悟道、平常日用的雜言，

上下雖內容龐雜，但應是相互呼應，互為表裡的。本文就「前言」、「董其昌的文

人思想形成背景」、「文人思想的靈魂」、「崇淡尚意」、「結語」五部分論述董其昌

的文人畫思想。 

 

【關鍵詞】書畫、氣韻、筆墨、意念、文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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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文人在中國社會結構中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群體，它是每個朝代、社會的中

堅份子在不同的歷史時期以不同的面貌、形態牽動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並兼具較高

的文化與文藝含養。因此對於文人畫的定義，大致有三種說法：1、文人畫即為

文人之畫，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，含有文人之趣味。2、文人畫為隱居鄉野文人

的畫，即排除了在朝為官者的參與。3、董其昌在他的《畫旨》中，論及畫分南北

宗，文人畫特指南宗。 

 

在文人畫中可見其中具有具強化形式作用，藉詩、畫、書法，突出文人的精

神折射與性情的流露，乃文人思想之「靈魂」。特別是文人作畫，在繪畫過程中，

並不以「寫實」的方式去再現大自然山水物象為目的，也不同於一般風景畫。而

是以山水為主要審美符號，去寄託著中國文人特有的一種生命意志、生命精神、

生命理想。文人畫家多以越凡脫俗的情懷，運用高雅純正的筆墨技巧，表現簡約

高逸的形象，達到傳神寫照、妙合自然的氣韻，從而形成文人畫有別於其它繪畫

的平淡天真、秀潤天成、孤高絕俗的審美特徵。文人畫的美感特徵有多方。 

 

董其昌是一位極具「思想性」的文人，他不斷地思考著如何構建自己藝術風

格。他所著的《畫禪室隨筆》，可見其文人思想的辨證與審美觀。筆墨所到之處，

重意不重形，求神似而不求形似。往往寥寥幾筆，便把心中的感觸揮於筆下，現

於筆墨之中。從美學思想體系和及其哲學基礎來看，這正是道家有無相生的辨證

唯物思想的精髓所在。而這些思想一直是千年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文人精神追求

的至高境界，這也成了中國文人繪畫審美意境的主導。在中國文人畫發展的歷史

上，董其昌是里程碑式的人物。至晚明，中國文人畫在實踐和理論上都已發展成

熟。在傳統的理路上，董其昌總結並概括出唐宋以來文人畫的創作方法和審美模

式，正式提出「文人畫」的概念並加以重視。董其昌身體力行，拓展了文人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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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領域，開闢一新境界。董其昌成名於晚明，但他的成長、求學卻是在嘉靖朝和

萬曆初年這段時期，因此，明中葉文學思潮對董其昌文學觀、人生觀的形成均產

生了很大影響，而產生這一影響的主要途徑是透過求學方式。通過探求董其昌在

這時期的師承淵源，就可以瞭解到他文學思想形成的源頭。而董其昌的「文人畫」

的概念除了來自於其淵博的學識、精湛的筆墨章法高屋建瓴的從理論和繪畫實踐

上超過了他的同輩人。因此，本文探討《畫禪室隨筆》中所提及畫家何以「天地

為師，已自上乘，當以天地為師」後需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攀內營，成立郛

郭，隨手寫出，翳為山水傳神」的文人思想。 

 

二、董其昌的文人思想形成的背景 

董其昌出仕之前曾求學於莫如忠、陸樹聲二人。陸樹聲(1509—1605)，字與

吉，號平泉。莫如忠(1508～1589)，字子良，號中江，嘉靖十七年(1538)進士，官

至浙江布政使。董其昌曾言：「予學垂三丁置，四月朔日，館子陸宗伯文定公之

家」。1陸樹聲的生活中充滿了悠遊與自由而具有士人審美品味的各種活動。此處

可以看出，陸樹聲對董其昌的影響更多方面是在書畫方面。此時董其昌已二十三

歲，與陸樹聲更多的是亦師亦友的關係。而真正就學儒學，接受正統儒家教育則

是在莫如忠門下。董其昌在《容台文集》中談到了自己這段求學經歷，：「圤予

舉子業，本無深解，徒以囊時讀書莫中江先生家塾」。2當時莫如忠以學識淵博、

潔修自好的人品名震鄉里，董其昌投其門下，自當獲益非淺，他最終能在科舉中

考取進士，與莫如忠持重嚴謹、珍視傳統的授學之道不無關係。同時莫如忠「性

尚玄泊，簡薄世好而恬予世進」的淡薄之心也對董其昌產生了極大影響，使之在

往後的為官之路上雖身處濁世，卻能潔身自好，忠於職守，始終堅持著正直清廉

的做人原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馬躪非，〈明中葉文學思潮對董其昌的影響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，2008 年第 1 期，頁 120。 

2馬躪非，〈明中葉文學思潮對董其昌的影響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，2008 年第 1 期，頁 12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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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曆十七年(1589)，董其昌通過科舉進入翰林院，成為了庶進士。萬歷朝的

翰林院，館閣文章極為盛行，「神宗時，海內承平，士大夫廻翔館閣，以文章翰

墨相娛樂」。使董其昌的制義文章大有長進，致使其文學創作深受正統派文風浸

染。由此看來，董其昌具有很深厚的史學功底，這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很大的影

響，使其詩文依循「溫柔敦厚」、「沖夷不迫」的儒家詩法，強調「文以載道」、

有裨世道的文學功能，具有安閒渾穆、雍容典雅的廟堂之氣。例如他在《畫禪室

隨筆》提到： 

 

嘗題永師千文後曰：作書須提得筆起。自為起，自為結，不可信筆。後代人

作書，皆信筆耳。信筆二字，最當玩味。吾所云須懸腕、須正鋒者，皆為破

信筆之病也。東坡書，筆俱重落。米襄陽謂之畫字，此言有信筆處耳。3 

 

書法技法的修練主要在用筆和用墨上體現巧處。具體的書法學習中，用筆主

要是談到了信筆的問題。多次提及「信筆」是因為在書法技法中，求巧易於草率，

匆匆下筆，影響書法線條的力度。信筆，即無用筆的起與結束，筆著紙便不提筆，

筆隨字的結構匆匆畫過，不提筆自無筆劃的起筆收筆。他講明懸腕正鋒，提筆起

結，可破信筆之病。只有這樣潑畫有力，轉、束的筆法才能運用自如：提得筆起，

則一轉一束處，皆有主宰。「轉」、「束」二字，書家妙訣也。今人只是筆作主，

未嘗運筆。這種最堪玩味的妙訣是他書法用筆的體悟，是人使筆而非筆使人的破

病之談。這種巧妙的技法，並不信手而書自然生動，無板滯之感。正如他所言：

作書最主要是冺沒稜痕，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。平淡自然天真而不做作，爛

漫少，拙樸、巧妙對於書法技法隱然而重要。 

 

董其昌所提的書法觀念雖是屬於技巧層面，但從字裡行間可讀出以文人思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蒙建軍，周斌，〈董其昌「淡說審美觀」的實現〉，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書法》，2014 年第 7

期，頁 19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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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貫通書法。這也是董其昌在其《畫禪室隨筆》中談氣韻不可學，「然亦有學得

處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。4的道理，另外也可從這段話中約略可以看到他的文人

思想來源也受儒道釋的影響。而後他又拜師於顧正誼（生卒年不詳，字仲方，晩

年自號亭林），藝乃大進且擅於理論，在《明代藝術家集彙刊─容台集》提到： 

 

其昌天才俊逸，少負重名，居華亭，初附讀於莫如忠家墊，與其子是龍友善

而兄事之，遂精繪事。後遊顧正誼之門，藝復大進，且長於理。其畫初宗黃

大痴，繼上溯董北苑及米癲，能集宋元諸家之長，而自成一派，明末石漢、

八大、石濤三憎，俱受其影響者也。其書法亦能超越同時諸家，獨探神妙。

名聞國外，凡遇其尺素短札，莫不爭寶之。四方石刻得其製作手書，以為二

絕，人擬之米帝、趙孟頫。清聖祖雅好董字，嘗徵天下董書精品，進之內廷。

縣是朝野風行，尤以科舉之家，無不奉若神明。5 

 

此處不難看出董其昌對後世之影響，他更將禪學思想融入文藝之中。他曾言： 

    

晦翁嘗謂禪典都從《莊子》書中翻出…予觀內典，有初中後發善心。古德

有初時山是山，水是水。向後，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。又向後，山仍是

山，水仍是水…等次第，皆從《列子》心念利害，口談是非，其次三年，

心不敢念利害，口不敢談是非，又次三年，心複念利害，口複談是非，不

知我之為利害是非，不知利害是非之為我，同一關捩，乃學人實曆悟境，

不待東京永平時佛法入中。6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明．董其昌著;周遠斌點校纂注，《畫禪室隨筆》(濟南市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7 年 1 月)，頁

5。 
  
5明．董其昌，《容台集》，收入《明代藝術家集彙刊》（臺北：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，1968），頁

1898-1899。 
6陳勝凱，〈董其昌書學思想淺識〉，《新美術》，2008 年第 4 期，頁 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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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在《畫禪室隨筆》中有過講述：「臨帖如驟遇異人，不必相其耳目手

足頭面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。莊子所謂 '目擊而道存者也' 。」作書與詩

文同一關捩，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。極才人之致，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。玄

味必由天骨，非鑽仰之力、澄練之功所可強入。……蘇子瞻曰：筆勢崢嶸，辭采

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，實非平淡，絢爛之極，猶未得十分，謂若可學而能

耳。畫史云：觀其氣韻，必在先知。可謂篤論矣。 

 

因此，甚至可見董其昌將此類心得用在所繪之山水中，講求清新、虛實、淡

蕩、瀟灑的意境，並且善於以己之境營造山水境界，用來抒寫胸中超然塵俗之外

的逸氣。不以畫面稚拙勝，更重要的是意境的高妙，很有文人的平淡天真，嚮往

自由的思想。而畫中之情趣在於它他讀萬卷書的基礎上行萬里路，踏遍中國的大

片河山，所到之處，不僅是欣賞風景，更加是用心體味，悉心觀察。對所至不同

名水佳山之處的雲霧變化，四季的景色的不同都留心體味，於此同時，更是將古

人的名作與真實景色相對照，精益求精。文人要有「書卷氣」得以「脫去胸中塵

俗」的境界。 

 

三、文人思想的靈魂 

董其昌認為文人所嚮往的自由在於一生追求的「書卷氣」，他推崇陶淵明的

「大雅平淡」，而且又好道參禪，所以成熟時期的書作顯出一種疏放閒淡的情趣，

文人氣息頗重，正如包世臣評：「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，為書家中樸學。」董

其昌的這種書風，由於承繼了中國文人詩書畫追求「平淡有思致」，「沖淡深粹，

出於自然」的傳統，所以極受文人的推崇，以致從者如流，甚至影響有清一代書

壇，形成「董派書風」。雖然不少學董者由於不得法，使「董派書風」有姿媚甜

俗的表現形態，但是它的美學價值不容抹殺。董其昌曾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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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之道，所謂宇宙在手者，眼前無非生機，故其人往往多壽。至如刻畫細謹，

為造物役者，乃能損壽，蓋無生機也。黃子久、沈石田、文徵仲皆大耋，仇

英短命，趙吳興止六十餘，仇與趙品格雖不同，皆習者之流，非以畫為寄，

以畫為樂者也。7 

 

所謂「畫之道」不指技巧，而是指思維上的不同，不以畫為業，而以畫為樂。

「寄」、「樂」轉換心態，超越客觀，不拘形似，隨意揮灑，抒寫自我性靈，而不

取悅於他人，才是畫之真理。不明此理的畫家，「為造物役，臨案作畫，斤斤細

謹，則胸無丘壑，眼前景致均非生氣勃」，因此跳脫畫的角度，而以另一觀看方

式來處理藝術創作，董其昌在此處提到「以畫為寄，以畫為樂」的文人思想，沿

生出「董式書風」的美學價值。董其昌把書法藝術「優美」的風格發揮到極致，

增加了書法藝術的審美內涵。再者，他更認為佛教所言的「漸修」與「頓悟」之

禪意與文人獨有的「書卷氣」互為參融，開拓了文藝創作的境界，使作品的「意

境」內容更加豐富。董其昌一方面極力推崇陶淵明詩境中的古淡天真，平和自然，

一方面又追求禪境中的簡淡靜寂，空靈諧和，二者結合在其書法創作中，境界和

以往的書家迥然不同。 

 

以董其昌《丁卯小景圖》（參見：圖 1）來看，畫面整體趨於平面化，上部

大面積山體與畫面下部的矮亭緩坡形成的強烈的對比，這樣一大小縱橫對比 ，

畫面之勢自然而出其次 ，觀者可以發現畫面從右邊低矮平緩的坡岸一直到左邊

次第升高的樹木，再到左中側邊山體一次相連最後 高的樹木，又通過左側的山

體走向上面中間，開始有聚攏之勢到右時迴旋向下，直到在右側下留出這樣一個

空白，這是一個類似圓形旋轉構圖，這樣就」和諧」各部分，不僅畫面沒有了突

兀感 ，也讓人受到強烈整體不僅畫面沒有了突兀感 ，也讓人受到強烈整體；再

次，線條的疏密，畫面 下部的景物線條婉轉流暢，上部山體線條則是 折皴挺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曹玉林， 《董其昌與山水畫南北宗》(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3 年 5 月)，頁 1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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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力，粗獷蒼勁；空間感強且不閉塞壓抑茂密的樹木與中間疏朗風景 ，也比較

符合畫面疏密的特點，連貫呼應 :左下角濃厚的樹木與右上 左下角濃厚的樹木

與右上 角相呼應的距離 ，形成與主體淡墨相對比的關係;上 下通過左側的高樹

和岩石來聯繫，獨立而又整體構 下通過左側的高樹和岩石來聯繫，獨立而又整

體構 下通過左側的高樹和岩石來聯繫，獨立而又整體構 成了節奏分明且豐富多

樣的構關係。可以說這一整幅畫面的構圖都在董其昌掌控中，每個部分都經過了

仔細慎重的考慮和安排。 

 

 

然而，自然界中不可能有這樣剛好的

對比和虛實，這也是創作中，眼、心、

手，熟練的過程。這一切為的就是畫面

的安排，也就是文人之「意念」，整個

創作過程就是取文人之「意」。「取意」

的過程，「意」隨著構圖的完成，也隨

之而出，這裡又有類似於 「積劫方成

菩薩」，董其昌的創作過程只是遵從藝

術的感覺和內心的情感，有所為，有所

不為，自然而然，與其它無關，這就是

筆者所認為的文人思想的靈魂所在。

他說：「古人畫，不從一邊生去。今則

失此意，故無八面玲瓏之巧。但能分能 

圖 1：董其昌，《丁卯小景圖》，明。 

資料來源：齊淵，《董其昌書畫編年圖

目》，2007 年 6 月，人民美術出版。 

 

合，而皴法足以發之，是了手時事也。其次，須明虛實。虛實者，各段中用筆之

詳略也，有詳處必要有略處，虛實互用。疏則不深邃，密則不風韻。但審虛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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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意取之，畫自奇矣」。8 

 

董其昌所說的「不從一邊生去」，指的就是古人繪畫作品整體的平和之感。

「須明虛實」就是對畫面作理性的處理，相應的主次，詳略也應得當，可見董其

昌對畫面的經營構圖尤其看重，雖然董其昌似乎是對畫面構圖有了一些技巧上的

規條，但他在後面又說「但審虛實，以意取之，畫自奇矣」，可見畫之奇，重要

的還是在文人之「意」，所以，最終又回到了「意境」層面，就是體現文人情感

的感性層面，整個創作過程，有依有據，有理有情，從理性走向感性，這種情理

結合也體現出他文人思想中的「合諧」，可以使觀者在輕鬆愉快的情緒下享受作

品的美，同時，這也正是他禪畫思想中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」的文人思想體現。 

 

四、崇淡尚意 

董其昌美學思想中「淡」的另一個來源乃是自身的藝術體驗。他認為「淡」

是不可學的，又在評論米芾的書法時說：「米書以勢為主，餘病其欠淡，淡乃天

骨帶來，非學可及」。9他把「清淡」作為自己的審美追求，成為與眾不同的創作

方式，在他的作品中很多都具有清淡的特點，但是依然精神十足。甚至把其率真

平淡的審美理想融入自己的筆墨之中。關於用筆他認為「須悟後可學」 將悟到

的感覺運用於自己的實踐之中，這在當時意義重大。其秀雅蘊藉的書法特徵對當

時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 

 

例如在臨帖宋代姜夔其著作《續書譜》中的〈風神〉（參見：圖 2）段寫到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明．董其昌著;周遠斌點校纂注，《畫禪室隨筆》(濟南市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7 年 1 月)，頁

14。 
9陳勝凱，〈董其昌書學思想淺識〉，《新美術》，2008 年第 4 期，頁 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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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神者，一須人品高，二須師法古，三須筆紙佳，四須險勁，五須高明，六

須潤澤，七須向背得宜，八須時出新意。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，短者如精悍

之徒，瘦者如山澤之瘦，肥者如貴遊之子，勁者如武夫，媚者如美女，欹斜

如醉仙，端楷如賢士。10 

 

筆者認為董其昌會臨帖〈風神〉，在於其中令人拍案的敘述，說明書法如何

寫出高妙的要點，而董其昌也認同此論點，才會臨其帖。當中所提的首要「人品」，

就與文人思想有莫大關聯，所謂「書如其人」，注重自身的文學修養。對人品的

提升有顯而易見的影響，而內涵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。才能在書法中，賦予墨色

枯濕濃淡的變化而形成一種古雅平和的風格，這與他平時的性情以及對文學、禪

理的參悟有很大關係。因此在臨摹中只有把握墨色上的這些變化才能寫出最後的

氣息。使其看上去有一種疏朗清淡的韻致，就好像走在春天的鄉間小路上那種春

風拂面的感覺，抓住了這種章法的特點，便有可能寫出這種清淡秀逸的文人韻味。 

 

 
圖 2：董其昌〈行書臨帖冊〉，明萬曆。 

資料來源：齊淵，《董其昌書畫編年圖目》，2007 年 6 月，人民美術出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黃子霏，《董其昌<畫禪室隨筆>之書論研究》(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碩

士論文，2009 年)，頁 21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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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語 

董其昌曾說：「畫家六法：一日氣韻生動。氣韻不可學，此生而知之，自然

天授。然亦有學得處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壑內營，成

立郛郭，隨手寫出，皆為山水傳神」。11也就是說，畫之「氣韻」的把握在於「自

然天授」，內在的靈明是與生俱來的，不是誰都能有的。但是，他轉而又說通過

「讀書」與「行路」的修煉方式，也是獲得這種「氣韻」的途徑。而且，解脫去

「塵濁」的屏障，達到澄澈的悟境，生動的氣韻就會自然溢出。筆者認為董其昌

論書畫的標準是「淡」。他在繪畫上強調寫意，提出「淡」、「真」等審美原則，

認為書畫技法要富於變化。體現出董其昌構造新視覺圖式的敏感l生與審美趣味

所在。「以境之奇怪論，則畫不如山水；以筆墨之精妙論，則山水決不如畫可見」。

董其昌強烈地認識到，「筆墨」在自然山水與藝術表現之間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，

具有文人思想所展現出的書畫一大特色就是講究筆墨的形式趣味。只有體會古人

技法，又能按自己的筆墨的形式趣味運筆揮灑，才能最終臻至文人化境。 

 

而禪理入畫，並以畫喻禪理，董其昌以自己的方式將佛禪中的感悟轉入書

畫作品中，以畫釋禪，書畫與禪理在他的山水畫中得到了高度的融合。董其昌

把有關哲學、文學創作道理如「為情造文」、「詩言志，歌詠言」、「知白守黑」

等放在文藝創作中思考更為寬廣些。綜合以上探討，筆者認為，董其昌藝術面

貌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是「積劫方成菩薩」的，在《畫禪室隨筆》中董其昌有

這樣一段話： 

 

畫平遠師趙大年，重山疊嶂師江貫道，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《瀟湘圖》點

子皴，樹用北苑、子昂二家法。石法用大李將軍《秋江待渡圖》及郭忠恕

雪景。李成畫法，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，具宜宗之．集其大成，自出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伊銘，〈董其昌繪畫理論主張與特色〉，《書畫藝術》，2015 年第 1 期，頁 2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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杼，再四五年，文、沈二君，不能獨步吾吳矣。12 

  

這段話即道出了董其昌自己的藝術理想，也道出了董其昌自己的藝術道路即是

「集其大成，自出機杼」。努力從古人那裡汲取營養是董其昌一生的不懈追求，

在向古人學習時的同時，盡心辯證態度實為體現文人思想中的睿智與情趣。 

 

參考文獻 

(一) 書籍 
l 曹玉林， 《董其昌與山水畫南北宗》，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3年。 

(二) 文集 

l 明．董其昌，《容台集》，收入《明代藝術家集彙刊》，臺北：國立中央圖

書館編印，1968年。 

l 明．董其昌著;周遠斌點校纂注，《畫禪室隨筆》，濟南市：山東畫報出版

社，2007年。 

(三) 論文 

l 黃子霏，《董其昌<畫禪室隨筆>之書論研究》，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

造型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年。  

(四) 期刊 

l 伊銘，〈董其昌繪畫理論主張與特色〉，《書畫藝術》，2015年第 1期。  

l 馬躪非，〈明中葉文學思潮對董其昌的影響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，2008年

第 1期。 

l 陳勝凱，〈董其昌書學思想淺識〉，《新美術》，2008年第 4期。 

l 蒙建軍，周斌，〈董其昌「淡說審美觀」的實現〉，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書

法》，2014年第 7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明．董其昌著;周遠斌點校纂注，《畫禪室隨筆》(濟南市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7 年 1 月)，頁

28。  


